
序号 节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贝多芬《第七交响曲》第一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一等奖

2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第一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刘蕾 一等奖

3 命运之力序曲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黄健春;杨俊;刘旭 一等奖

4 中国板胡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赵鑫宇、杨帅、栾宏伟 一等奖

5 交响乐《时辰之舞》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尚科臣 一等奖

6 斯拉夫舞曲46号选段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田喜艳；谯贝。 一等奖

7 蒙古族原生态音乐《走马》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关大伟；王惠 二等奖

8 伏尔塔瓦河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郭宏波；王蔻。 二等奖

9 《春江花月夜》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林阳 二等奖

10 琵琶协奏曲《云想花想》片段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孙宾 二等奖

11 交响乐-贵妃醉酒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常珩；胡颉；阎律 二等奖

12 音乐组曲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郭向军；聂明；潘涛。 二等奖

13
实况录音《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第一乐章）》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张隶军；罗彤彤 二等奖

14 音乐《隆中吟》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宋健；范凤娟 二等奖

15 四季的问候 沈阳广播电视台 高琦 二等奖

16 阿爸 云南广播电视台 何绍丹；林珊；黄波 二等奖

17 那一片红土地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

团
杨柳;管春博;苗芃 二等奖

18 唐锦彩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胡伯乐 二等奖

19 二胡独奏《绿色的思念》 山东广播电视台 于峰、于润波、庄昊飞 二等奖

20 巴赫《勃兰登堡序曲》节选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方午梅;莫若铭;李英若 三等奖

21 张骞出使 沈阳广播电视台 张柯 三等奖

22 梦回故乡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杜楠竹、杜超艺、戴欣 三等奖

23 梦红楼 河南广播电视台 寿晓霁;郭建中;赵晓冬 三等奖

24 江湖旧梦 四川广播电视台 赵欣、陈露曦、王莉 三等奖

25 《多情的土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秦梓元；林强军 三等奖

26 形象宣传《海豚世界》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 刘小雅; 陈琨 三等奖

27
实况录音民族管弦乐《在那遥远

的地方——西部民歌主题曲》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芮熙祥；孙曜 三等奖

28 西贝柳斯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龙晓卫、杨国栋、张健 三等奖

29 荣耀 贵州广播电视台 朱华铀；王炜；赵兴刚 三等奖

30 萨克斯合奏《萨波尼亚》 山东广播电视台 于峰、庄昊飞、陈默 三等奖

31 李宗盛《漂洋过海来看你》实况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徐达；谢松伯 三等奖

32 广西尼的呀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黄健春;王艺;黄进 三等奖

33 最远的旅行 湖北广播电视台 王洪远;李兵;管海建 三等奖

2018年广播节目技术质量奖（金鹿奖）评审结果

一 、录制技术质量奖

音乐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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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布鲁克纳《第8交响曲》第4乐章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陈小斌；董珂 三等奖

35 金银圆舞曲（实况）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杜宝森；庄增田 三等奖

36 歌曲《信仰》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李书宇，赵晓维 三等奖

37 笙与扬琴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陈瑞增；杜宝森 三等奖

38 太湖美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顾伟华；杨晶飞 三等奖

39
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

（第三乐章）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
邬运河;何志伟 三等奖

40 原创尺八独奏《荒漠》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赵元；陆捷；何文婕 三等奖

41 魔王 云南广播电视台 康乐；段垚尧；李罡 三等奖

1 《汉宫秋》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袁家芬 一等奖

2 花灯剧《盐道》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杨曦；何旭 二等奖

3 楚剧：咏梅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王迎；吴亚宁 二等奖

4 京剧《空城计》 河北广播电视台 宋健；张欣；张国威 二等奖

5 越剧《双烈记》片段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林彬彬 二等奖

6 京剧选段《方志敏》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程煜 ， 尹增辉， 王怀涛 二等奖

7
沪剧《挑山女人—声声哭儿儿不

应》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 二等奖

8 越剧《柳玉娘》节选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方午梅;胡一民;叶静文; 二等奖

9 秦腔三折画 宁夏广播电视台 许泽;脱鑫龙;刘琛洁 二等奖

10 昆曲-秋江-小桃红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张迅；陆正国；亓伟 二等奖

11 九江口选段 大连广播电视台 陈岷 二等奖

12 扬剧-衣冠风流选段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崔子瑜；杨晶飞 二等奖

13 湘剧《我想忍》选段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
王悉玄；吴正旺 三等奖

14 京歌：物华天宝孝乡吟 湖北广播电视台 龙向东;王迎;胡从容 三等奖

15
实况录音扬剧《白蛇传》选段《

看断桥》
扬州广播电视台 姚正；沈振宁；梁小军 三等奖

16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袁家芬；钱军 三等奖

17 京剧《锁麟囊》选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阳；张宝生 三等奖

18
京剧《秦香莲》选段-香莲下堂把

我怨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刘海东；鲁牧岩 三等奖

19 昆曲《游园惊梦》 云南广播电视台 赵雄伟；周雪岭；何睿 三等奖

20
评剧《花为媒》选段-张五可用目

瞅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杜宝森；庄增田 三等奖

21 拉场戏《审舅舅》 辽宁广播电视台 邓群、李玉强，马晓光 三等奖

22 苏武牧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秦润培、于立良 三等奖

1 天津时调《南湖红船》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杜宝森；庄增田；张爽蓉 一等奖

2 梅花大鼓《鸿雁捎书》 天津广播电视台 庄增田；张爽蓉；杜宝森 一等奖

3 《精准扶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阳；林强军；张子凡 二等奖

戏曲类

曲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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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好大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林阳；张子凡 二等奖

5 滩簧《买郎眠》选段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 二等奖

6 唢呐协奏曲《朝天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王暄；陈苇婧 三等奖

7 昆腔-懒画眉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张迅；常珩；王晁晟 三等奖

8 评弹-大江东去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周克胜；段渝汉；赵晓星 三等奖

9 四明南词《开篇——八仙庆寿》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赵勇 三等奖

10 滩簧《满月开篇》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 三等奖

1 回家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孟孟； 杜丰 一等奖

2 中共的红色堡垒—中央特科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闫乔锋 一等奖

3
穿越时空的经典——纪念越剧《

红楼梦》首演60周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一等奖

4 朗诵《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刘荣；何文婕 一等奖

5 知青岁月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乐生；王红军；张新刚 一等奖

6 林希和他的“津味小说” 天津广播电视台 张爽蓉；杜宝森 一等奖

7 《豫见丝绸之路》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曹艳艳 一等奖

8 救赎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 ;陈明; 陈琨 二等奖

9 语言《嘎子的家在雄安》 河北广播电视台 石宏杰；张欣；宋健 二等奖

10
音乐专题《盘索里-朝鲜族曲艺的

原色之声》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朴英录；赵秀明 二等奖

11
语言类《五月诗会》劳动篇古诗

一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石良红 二等奖

12 不忘初心—寻找张人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覃颖 二等奖

13 澄城赋 陕西广播电视台 牛雨迪；李晓凯；周思辰。 二等奖

14 语言《择善而行》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范凤娟；李鹏飞 二等奖

15 《人类智慧VS人工智能》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孙旻 二等奖

16 径山问茶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

团
叶涵;邹鸣 二等奖

17 百炼成丹的故事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钟玉龙；  覃诗雅；  李松立 二等奖

18 姹紫嫣红-单雯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王君媚；张激；钱伟成 二等奖

19
海峡之声《一个四世同堂家庭的

光影三十年第一集》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王继东；艾少平；程娟娟 二等奖

20 花灯 四川广播电视台 谢正军、黄勇、王炳喆 二等奖

21 同期纪实专题《雁南飞》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贾晶妍；谢芳 二等奖

22 一百零一个博物馆-南京博物馆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梁跃；李康 三等奖

23 音乐专题：丝路欢歌-出发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陈浩心;管海建 三等奖

24 藏北牧区特色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 格桑央吉 三等奖

语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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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听竹》 河南广播电视台 夏永安;王岩;郑华伟 三等奖

26 专题《鄂温克寻歌》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刘勇， 曲波 ，王海青 三等奖

27 《庄奴的笔耕人生》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孟娇，赵雷 三等奖

28
把信念的春天铺向天边___十九

大，崭新的地平线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建生；孙健；李增岩 三等奖

29 戏曲专题《还金记》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30 支教“回家” 天津广播电视台 林玮 三等奖

31 雕刻桂北大地的真实悲壮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雷庆胜；  蒙俊华；  李松立 三等奖

32 陈望道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王强;莫若铭;费鹏; 三等奖

33 广播专题《琴韵千年》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严慧；徐莹 三等奖

34
文学专题:一个诗人在长不大的童

年
武汉广播电视台 何林；万建；刘丽 三等奖

35 文学专题《恋恋东湖》 武汉广播电视台 刘巍；万建；万兵 三等奖

36 海峡之声《曲曲乡音总关情》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马荧鸿；赖德新；庄杨筱 三等奖

37 丽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 云南广播电视台 白雪峰；李贞睿；赵雄伟 三等奖

38 金色的弦子响起来 四川广播电视台 李培、陈晨、郭庆 三等奖

39 蓝马车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

播电视台
李延宏；汪洋；邵伟 三等奖

40 《旅行密码》畅行东盟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李佳励;罗雪松;杨俊 三等奖

41 朗诵《岳阳楼记》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刘荣；何文婕 三等奖

42 艺术语言《暮色》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1 广播连续剧《弘一法师》第一集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刘蕾 一等奖

2
广播剧《荣辱十三行》（精剪

版）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一等奖

3 《只有我上》 安徽广播电视台 吴俊生；高俊；沙兴 一等奖

4 广播剧《南京审判》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李臻；陆捷；何文婕 一等奖

5 广播剧《曙光》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宇恒；周凤伟；王惠 二等奖

6 系列广播剧《一抹阳光》 上海广播电视台 张治 二等奖

7 张骞出使西域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鸿桐；李钊 二等奖

8 广播剧《王荷波》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吴平；陆捷；何文婕 二等奖

9 娄山奇兵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 二等奖

10 摇钱树 青岛市广播电视台 高大全，樊培彩，徐兵城 二等奖

11 《老狼请客》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琨；袁家芬 二等奖

12 《老汤》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丹 二等奖

13 马兰花开 陕西广播电视台 王嘉寅；殷晨；蔡云。 三等奖

14 筑梦独龙江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苗；郑建颖；高宇 三等奖

15 爱情主播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杨松涛 三等奖

16 温馨老人村（下集）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
王艺霖 三等奖

17 微广播剧《爱管闲事的球腹蛛》 辽宁广播电视台 陈璐，孟娇，徐晓霞 三等奖

广播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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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广播微剧《最多跑一次》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祝青;胡潇月;钟继平; 三等奖

19 广播微剧《朝霞》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黄河；陈晔；辛静 三等奖

20 生命之桥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陆正国；丁嵘；王丽 三等奖

21 向日葵中队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吴京国；李泉 三等奖

22 美人鱼之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傅博 三等奖

23 《新铁道卫士》节选 沈阳广播电视台 王健 三等奖

24 鸟语密码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张子凡 三等奖

25 《闯广东》第一集 广东广播电视台 吴铮 ；吕囡囡； 吴嘉彦 三等奖

1 风筝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闫乔锋 一等奖

2 《华彩春秋》片头 天津广播电视台 林玮；李钊 一等奖

3 《音画江南》 上海广播电视台 汤泓；刘蕾 一等奖

4 片花《大秦帝国》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王惠；李学林；王理子 一等奖

5 《两岸青年汇》栏目曲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马荧鸿；巫振兴；吕梦达 一等奖

6 《匠心传世》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赵晓莉 一等奖

7 梦醒时分 天津广播电视台 李想 二等奖

8 听见我苏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梁跃；陆正国；刘博雍 二等奖

9 周髀算经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建生；刘礼；曹春天 二等奖

10 听见美丽中国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焦朦 、肖宇、刘蒙 二等奖

11 《倾听历史的声音》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聂晶 二等奖

12 片花《铁血道钉》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二等奖

13 《联大之光》片头 云南广播电视台 师霞；彭澎；李苗 二等奖

14 片花《故事河北》 河北广播电视台 苑拥军；李鹏飞；郭宜隆 二等奖

15 片花《摩登时代》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刘大铭；王惠 二等奖

16 海峡之声《发现新大陆》栏目曲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陈大开；陈小润；赖德新 二等奖

17 自我篇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杨谦逸；王安然；王琛。 二等奖

18 《联大之光》片花 云南广播电视台 李贞睿；白雪峰；桂瑜 二等奖

19 第一资讯世界杯报道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杨秀文；马春然；高阳。 二等奖

20 说不得的故事—济南鬼话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张鹏飞 二等奖

21 台宣之熟悉的城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
朱淼波;叶莹;陈海东 三等奖

22 吕剧情 山东广播电视台 王红军；吴士学；于润波 三等奖

23 汽车大玩家 陕西广播电视台 张童；王天琦；赵洋。 二等奖

24 交广改版频宣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武鹏；吴京国；杨铖昊 三等奖

25 中国制造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斌;潘永盈;郑侃; 二等奖

26 《十号公寓》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严慧 三等奖

27 声音博物馆（变形金刚版）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刘枫、田大千、纪美群 三等奖

28 《上班好开心》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吴海翔 三等奖

29 濒冷之间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建生；刘礼 三等奖

片花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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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片花《从绝望中找寻希望》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 三等奖

31 星空夜读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侃;莫若铭;王滨; 三等奖

32 片花《救赎》 安徽广播电视台 雷旭；陈明；陈琨 三等奖

33 《农村广播十三周年台宣》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张松玲；韩明 三等奖

34 片花《有多远走多远》 河北广播电视台 李鹏飞；范凤娟；彭艳 三等奖

35 《听我说段子》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朱明丽、胡顺境、赵文哲 三等奖

36 声音工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马笑宇 三等奖

37 《北京宴》片头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陈锦、戴欣、赖海涛 三等奖

38 夜倾情 深夜食堂 贵州广播电视台 曾理；宋兴；白钰 三等奖

39 音乐黑白片 四十首歌 贵州广播电视台 曾理；崔中阳；刘锋 三等奖

40
南京广播宣传片花《南京广播，

如影随形》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何文婕；黄爽 三等奖

41 科技与视野--探索者的故事 济南广播电视台 刘亚然、吕晓燕 三等奖

42 发现汽车之美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邓晓丹、薛山 三等奖

43 花儿与少年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

团
叶涵;费竞翔 三等奖

44 “三月三”民歌湖畔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李佳励;罗雪松;施博文 三等奖

45 大隋唐片头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

播电视台
郭枫；付广新；李延宏 三等奖

1 防治水污染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房大文；覃颖 一等奖

2 广告《燕赵河北》 河北广播电视台 冯占山；宋健；范凤娟 一等奖

3 酒驾危害公益版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高深、韩晓彤、刘枫 一等奖

4 保护非遗 爱上中国韵味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
郭巍；张晓莉 一等奖

5 陕西形象篇 陕西广播电视台 魏兴；史明遥。 一等奖

6 珍惜水资源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杨帅、剧大伟、赵鑫宇 二等奖

7 《让爱回归》 上海广播电视台 寿颖；李一诺 二等奖

8 待用咖啡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董珂 二等奖

9 共享单车 天津广播电视台 张爽蓉 二等奖

10 保护运河文化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胡汀兰、王恭礼 二等奖

11 《温暖回家路》公益广告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黄春燕;罗雪松;黄进 二等奖

12 公益广告《对父母，多点耐心》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陆捷；黄爽；何文婕 二等奖

13 中央商场店庆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晓丹；龚益民；荣幸 二等奖

14 公益广告《一带一路之征程篇》 广东广播电视台 谢倍伟；吕琳 二等奖

15 广告《用电安全》 河北广播电视台 石宏杰；李鹏飞；秦向理 二等奖

16 2018夏季台标 贵州广播电视台 黄维恒；眭建红；陈垚 二等奖

17 绿色出行（车让人篇） 陕西广播电视台 乔山；田伟；赵洋。 二等奖

18 端午节宣传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邓晓丹、薛山 二等奖

广告类

第 6 页，共 9 页



19 公益广告-如果时间能倒转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李康；丁嵘；邱瑜 二等奖

20 勿做“低头族”
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

团
张筱笛;李伊伊 三等奖

21 公益广告《真正的快乐》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梁爽；王惠 三等奖

22 《共享单车 共享文明》 安徽广播电视台 陈明；陈琨；雷旭 三等奖

23 重新出发 天津广播电视台 张爽蓉；李钊 三等奖

24 《智能生活》 上海广播电视台 朱立红；严慧 三等奖

25 美丽乡村系列 《新式婚礼》 安徽广播电视台 吴俊生；胡磊；钱军 三等奖

26
海峡之声《906汽车生活十二月宣

传广告》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赖德新；王继东；巫振兴 三等奖

27 《我很忙》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武青 三等奖

28 再次出发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郑红哲;胡潇月;莫若铭; 三等奖

29 公益广告《家风》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朱明丽、胡顺境、赵文哲 三等奖

30
公益广告《绿色生活，从点滴做

起》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何文婕；陆捷；黄爽 三等奖

31 公益广告《亲情陪伴篇》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黄育莉 三等奖

32 别让爱，止于承诺 贵州广播电视台 贾燕妮；李逸 三等奖

33 重庆城市形象宣传广告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

（总台）
沈杰、简勇 三等奖

34 《祝你平安》公益广告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陈革;张雁;陆震 三等奖

35 陪伴父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何伟；魏楠；王晟。 三等奖

36 公益广告 文化的力量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张婷;通嘎;乔建军 三等奖

37 中国梦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建生；刘卓；仇耀龙 三等奖

38 茶香世界 湖北广播电视台 王平;邓昌浩;张磊 三等奖

39 《幸福》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 三等奖

40 欢乐谷 湖北广播电视台 邓昌浩;龙向东;李兵 三等奖

41
公益广告《2017创建文明城宣传

》
东港人民广播电台 胡顺境、朱明丽、赵文哲 三等奖

42 听见梦想 长春广播电视台 张建生；刘礼 三等奖

1
我是歌手总决赛《I will always

love you》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

传媒中心
王艺霖；吴正旺；熊昭民 一等奖

2 无伴奏合唱《在森林的那一边》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陈晔；黄河；忻震 一等奖

3 爱在湘江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周家帆；   游壹心；  雷庆胜 一等奖

4

中国爱乐乐团2018新年音乐会暨

广西文化艺术中心首演音乐会实

况录音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冯晶;黄健春;刘洋 二等奖

5
鲍罗丁《b小调第二交响曲》第三

乐章
上海广播电视台 莫家伟；奚培 二等奖

6
菲利克斯.门德尔松 e小调小提琴

协奏曲，作品64（选段）
云南广播电视台 黎明；何睿；康乐 二等奖

7 牡帕密帕 云南广播电视台 周雪岭；赵雄伟；李贞睿 二等奖

8
《看呐，迷人的春天》（实况录

音<布兰诗歌>节选）
天津广播电视台 刘心睿；杨松涛；陈瑞增 二等奖

9 沙漏的奇幻冒险 陕西广播电视台 周思辰；牛雨迪；李晓凯。 二等奖

环绕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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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环绕声《功夫》 河北广播电视台 石宏杰；宋健；丁荣格 三等奖

11 蒙汉合唱《站在高岗上》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胡一民;莫若铭;胡潇月; 三等奖

12 瞬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曹漫；傅博 三等奖

13 寻访 贵州广播电视台 李彬；杨曦；付啸 三等奖

14 《试飞英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林强军 三等奖

15 舌尖上的雾霾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吴晓东;胡潇月;郑侃; 三等奖

序号 申报单位 频率数 主要完成人员 评审等级

1 天津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97.2MHz频

率

李广全；杨靖；高鑫；李春爽；赵盛力；石

壁飞；王源；赵森棽；赵军；陈洪；赵长

华；赵立军；叶光；孙成龙；张晋维

一等奖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或中国之声频

率

仲灵毓；周彬；罗攀；赵洁；姜璇；赵亿；

王博岩；石晓杰；王立新；徐仰红；范玮；

许振峰；张雪峰；王璇；聂生海

一等奖

3 贵州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94.6频率
杨再礼；令狐昌健；杨曦；王斌；赵觅；何

曼莹
一等奖

4 陕西广播电视台
第一套或106.6MHz

频率

张毅强，谢东，王永莉，吴波，郑辉，侯

磊，王鹏，郭宏波，姚远，田喜艳，李晓

凯，牛雨迪，张瑞，陈峥嵘，庞晓蓉。

一等奖

5 辽宁广播电视台

第一套或

AM1089KHz

FM102.9KHz频率

王丹；涂鑫；陈晨；刘洋；王东；辛巍；吕

东旭；姜帅；王仲；杨巍峙
一等奖

6 广东广播电视台
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

广播或91.4MHz频率

魏健浩；陈尔淳；何镜浩；谢倍伟；简平；

邓钧；刘凯；蔡达华；袁仕昌；陈炯
二等奖

7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FM89频率
郭万军；宝力道；马志广；代钦；王鑫；吴

杰；萨日娜；米智敏；赵岩；曾荣
二等奖

8 河北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综合频率
石宏杰；苑拥军；李春刚；李志杰；王学

军；范凤娟；宋健；张宁；张钦；蔡志立
二等奖

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第1套或FM93.7Mhz

频率

张卫伟；朱光荣；孙岩君；陆正国；袁长

建；邓辉；吴京国；韩明良；朱燕平；孙昌

凤；涂剑飞；陈毓栋；刘思伽；徐钰；李杰

二等奖

10 海峡之声广播电台
第3套或107.1MHZ频

率

艾少平；刘俊峰；赖德新；俞文英；陈大

开；陈小润；王继东；马荧鸿；巫振兴
二等奖

11 上海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990千赫/93.4

兆赫频率

范振荣；陈奕；洪匀；马忠；史斐庭；虞蔚

菁；倪学青；刘敏；徐侃；张忠辉；汪磊；

沈佳杰；吉祥；江海波；伍伟

二等奖

12 黑龙江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94.6频率
剧大伟、荆春宇、杨国栋、张健、王进、张

媛、栾宏伟、汤伟、董博、张燕春
二等奖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新闻频率

寿晓霁；张科峰；张景周；徐炜晨；刘侃；

朱超；周路；张璇；孟涛；刘媛；杨青燕；

帖美杉；魏静；张培；李佳祺

二等奖

14 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黄国政；胡悦；李伟；廖锦瑛；林欢；吴了

岸；林田；吴红超；张桂洪
二等奖

15 安徽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1频率

戚洪江；陈娟；张向阳；胡磊；吴俊生；王

春峰；毕金明；程永军；韩益民；杜军；袁

正义；张双莹；施康；姚笛；王文举

二等奖

16 吉林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或AM738频率
陈枫；杨鹏；董晟纲；张勇；马志强；齐靖

伟；李学林；黄金泽；薛晨光；徐雁波
二等奖

17 云南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新闻频率

黎明；周雪岭；郑建颖；何睿；彭澎；何绍

丹；张梦阳；赵雄伟；许碧波；黄波；林

珊；刘洋；宋志刚；师霞;李贞睿；

二等奖

二 、播出技术质量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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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FM88.2频率 郭枫、付广新、李延宏、汪洋、邵伟、郭佳 三等奖

19 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
第5套或潇湘之声频

率

吴正旺；向军；曹永祥；罗智海；陈攀峰；

王蛟；王涓；王艺霖；史文龙；周华林
三等奖

20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
第1套或

FM101.6;AM810频率

孙剑忠;王强;吴晓东;刘旭伟;莫若铭;樊晓文;

郑钧升;胡一民;竹敏;张乃夫
三等奖

21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陈起来；孙刚鸿；忻震；陈军；姚培红；丁

小敏；赵勇；陈晔；吴海翔；张立影
三等奖

22 南京广播电视集团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谢海翔;陈松;李臻;陆捷;何文婕;吴平;戴玮;汪

舟;汪歆;史欣
三等奖

23 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
第1套或重庆之声频

率

陈勇、肖晨、戴欣、刘翔、唐学成、邓新、

马玲、蒙明元、郑雨薇、巩艾平
三等奖

24 沈阳广播电视台 第一套或104.5频率
栾忠旗、鹿猛、王宇、陈阁、石波、刘惠霞

、赵宇、白鹏、柳建光、赵欣
三等奖

25 南宁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套或FM101.4频

率
黄健春;杨俊;罗雪松;蒙献忠;王艺;凌敏 三等奖

26 湖北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Fm104.6MHz

频率

许光明;龙向东;李兵;王宇新;邓昌浩;翟军;吴

亚宁;管海建;危辉;孙辉;张磊;郝平化;杨彧飞;

陈浩心;  赵礼娟

三等奖

27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
第1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聂晶；王国辉；孙建敏；王俊；崔帅锋；刘

春林；王帅；朱祖来；李刚；龚丰宽
三等奖

28 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 第1套或新闻频率
费竞翔 陈继新 王耀 葛维连 李雪峰 邹鸣 叶

涵
三等奖

29 大连广播电视台 第1套或新闻频率
任若冰；陆慈龙；黄维东；由斌；牟达芬；

程秀君；王立群；艾红权；于金波；乔元晖
三等奖

3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第一套或

AM828KHz/FM100.6

MHz频率

吕晨，刘鹏程，赵奕晴，刘爽（女），荆

华，曹漫，王暄，董研博，吴蓝，高俊虎，

刘冬，张海华，郑亚明，樊燕宏，王翠

三等奖

31 西藏人民广播电台 第二套或汉语频率
李朝兵；普布次仁；王强；云旦加措；次仁

卓嘎；贺红卫；张红梅
三等奖

32 甘肃省广播电影电视总台
第一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刘德胜、龚绍红、杨济世、高誉戈、杨向伟

、路斌、巩铖、张栋、毛桂梅、李轶敏
三等奖

3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轻松调频或FM 91.5

频率

李秋萍；王安然；王琛；杨谦逸；张亚磊；

于钦飞；赵晓鸣；宋云萍；魏少平；高阳；

李贺庆；曹尚菲；康文婷；王世娜；张博

三等奖

34 广西人民广播电台
第１套或新闻综合频

率

吴子珎、欧政权、林宗武、廖春杨、陈玉吉

、关洁、叶远、莫健婕、卢勉励
三等奖

序号 单位名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2 天津广播电视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5 陕西广播电视台

6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王秋；李晓晖；张旭；刘爽；谷会敏；高素萍；程春；邵然；孙方；王堃

获奖人员名单

汪建强；林伟明；尚峰；黄奇志；奚培；刘蕾；吴剑东；邓天；夏宇静；姚瑶

李广全；杜宝森；杨靖；孙江涛；黄伟；刘扬；于洪波；鲁牧岩；艾福森；王

琪

张萱;乌恩;赵庆敏;刘敏;孙海泓;周天纵;王宇;林京;杨静;朱晓蓓

顾建国；张卫伟；薛兵；朱光荣；陆正国；孙岩君；吴京国；张强强；孙昌

凤；卢小勉

蔡云；张慰；郭艳虹；郭宏波；王嘉寅；李晓凯；田喜艳；王蔻；牛雨迪；周

思辰。

三 、金鹿综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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